
全国肝病和艾滋病临床免疫与细胞
治疗研讨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全国肝病和艾滋病临床免疫与细胞治疗研讨会将于2017年1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肝病和艾滋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给我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虽然我们在防控、诊治和基础研究
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距离疾病的治愈还有不小的差距。

为此，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本领域最高水平临床和科研专家，瞄准国际临床诊治和基础研究的前沿进展，介绍国内
外最新技术和理论，注重创新、突出特色，重点在肝病和艾滋病免疫学研究、新型细胞治疗技术等方面进行交流和
探讨。

会议议题会议议题Conference Agenda

疑难肝病专题疑难肝病专题

- 肝病免疫学研究进展

- 干细胞治疗疑难肝病的临床研究

- 肝癌的细胞治疗研究

病毒性肝炎专题病毒性肝炎专题

- 病毒性肝炎抗病毒治疗研究进展

- 病毒性肝炎抗病毒联合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

- 病毒性肝炎的临床治愈

艾滋病专题艾滋病专题

- 艾滋病免疫学机制研究

-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

- 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控制

- 艾滋病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

细胞治疗政策和规范细胞治疗政策和规范

- 细胞制品管理标准与规范

- 干细胞临床研究注册

- FDA细胞治疗管理思考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1月月3日日 周五上午周五上午

08:00-08:30

开幕式

主旨报告

 

08:30-09:00

高福 院士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突发传染病前沿进展

 

09:00-09:30

新突发传染病

 

09:30-10:00

付小兵 院士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TBD

 

10:00-10:20

茶歇&展台参观

 

政策法规

 

10:20-10:40

袁宝珠 教授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细胞治疗产品质量控制

 

10:40-11:00

张辉 处长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注册司生物制品处

我国细胞治疗相关的审批和管理法规

 

11:00-11:20

赵琨 主任 国家卫计委卫生研究发展中心卫生技术评估研究室

TBD

 

11:20-11:40



吴朝晖 秘书长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从干细胞临床研究的备案管理看我国细胞治疗技术的转化

 

11:40-12:00

夏建川 主任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细胞治疗风险评估及规范管理机制

 

12:00-12:20

卫星会

 

12:20-14:00

午餐&休息时间

 

11月3日  星期五下午

艾滋病

 

14:00-14:20

李太生 教授/主任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

艾滋病免疫重乙肝抗病毒治疗建与临床转归

 

14:20-14:40

吴昊 教授/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自体CD34细胞回输治疗艾滋病

 

14:40-15:00

尚红 教授/主任医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TBD

 

15:00-15:20

TBD

 

15:20-15:40

茶歇&展台参观

 



细胞治疗

 

15:40-16:00

孙凌云 教授/主任医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免疫科

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16:00-16:20

童春容 教授 北京博仁医院

急性白血病的免疫治疗经验分享

 

16:20-16:40

韩为东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CART133在肝癌等实体瘤中的I期临床研究

 

16:40-17:00

艾辉胜 教授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解放军第307医院

细胞治疗技术在血液疾病中的应用

 

17:00-17:20

张毅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TCR-T细胞在病毒性疾病治疗研究中的进展

 

17:20-17:40

时玉舫 教授/副院长 苏州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MSC治疗的研究与应用

 

17:40-19:30

晚餐

 

19:00-19:30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会

 

19:30-20:30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病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委会会议



 

11月月4日日  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

主旨报告

 

8:30-9:00

魏于全 院士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生物治疗技术在肿瘤治疗中的进展与应用

 

9:00-9:30

周琪 院士/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干细胞研究进展

 

9:30-10:00

裴端卿 教授，院长 中科院广州生物与健康研究院

干细胞调控与分化研究

 

10:00-10:30

王福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 解放军第三○二医院

慢性乙肝和艾滋病的免疫治疗与临床治愈

 

10:30-10:50

茶歇&展台参观

 

疑难肝病

 

10:50-11:10

王贵强 教授/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自身免疫性肝病治疗临床进展

 

11:10-11:30

宁琴 教授/主任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感染科

慢加急性肝衰竭临床免疫学研究

 

11:30-11:50



孟庆华 教授/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TBD

 

11:50-12:10

钱程 主任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生物治疗中心

CAR-T细胞治疗肝脏肿瘤：从基础到临床

 

12:10-12:30

卫星会

 

12:30-14:00

午餐&休息时间

 

11月4日  星期六下午

病毒性肝炎及其他

 

14:00-14:20

吴玉章 教授/主任 第三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

乙肝治疗性疫苗

 

14:20-14:40

乙肝免疫学研究及TCR技术应用

 

14:40-15:00

汪茂荣 教授/主任医师 中国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丙型肝炎DAA药物治疗的现状

 

15:00-15:20

毛青 主任/所长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全军感染病研究所

TBD

 

15:20-15:40

杨东亮 主任/副院长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肝窦内皮细胞对HBV特异性T细胞应答的调控



 

15:40-16:00

茶歇&展台参观

 

16:00-16:20

卢洪洲 党委书记/主任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心感染科

TBD

 

16:20-16:40

孙永涛 教授/主任医师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传染科

艾滋病的功能性治愈研究

 

16:40-17:00

张福杰 教授 首都医大学附属地坛医院

我国HIV/HCV/HBV共感染

 

17:00-17:20

潘卫庆 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

寄生虫感染与肝纤维化

 

17:20-17:40

王仲元 主任医师 解放军第309医院

结核病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17:40-18:00

闭幕式

 

18:00-19:00

晚餐

 

18:30-19:00

中国免疫学会感染免疫分会常委会

 

19:00-20:00



中国免疫学会感染免疫分会全体委会会议

会议结束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夏建川
中国中山大学癌症中心

教授、生物治疗中心副主任 

王贵强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

主任委员委  

孙凌云
南京鼓楼医院
主任医师  

吴朝晖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秘书长

王福生
解放军肝病研究所

所长  

付小兵
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

院长  

吴玉章
第三军医大学

教授  

卢洪洲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

党委书记

张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处长  

赵琨
国家卫计委卫生研究发展…

主任  

张福杰
首都医大学附属地坛医院

教授  

杨东亮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主任/副院长

王仲元
解放军第309医院
主任医师  

汪茂荣
中国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童春容
北京博仁医院

教授  

孙永涛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传…

教授/主任医师



潘卫庆
第二军医大学

教授  

宁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教授/主任  

毛青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主任/所长  

李太生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

教授/主任

张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教授  

韩为东
解放军301医院

主任  

钱程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主任  

魏于全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理事长

裴端卿
中国科学院广州健康研究院

研究员  

袁宝珠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主任  

周琪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孟庆华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主任委员

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

教授  

高福（George Fu Gao）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所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2017-10-13 23时时 之前之前 ：：

标准票 ：1200

学生票 ：800

 

2017-10-13 23时时 之后之后 ：：

标准票 ：1500

学生票 ：1200



 

【备注】：
（1）注册费优惠期限以到款时间为准
（2）团体优惠：5人以上9折，10人及以上，电话联系客服
（3）参会费用含会议资料、听课证及会议两天的茶歇、午餐
（5）如果您需要我们代为安排住宿，请一并告知，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6）参会代表如是学生票办理参会签到现场请携带学生身份证明，如无学生代表证明，现场统一按标准票操作。
（6）参会代表退款须知：
a. 会前7天以上申请，全额退款； b. 会前7天至注册日申请，按80%退款； c. 会议注册日（含当天）及以后，不退
款。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